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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維權人士 

2020.5（36項） 

序號 日期 人名（團體）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

1 20200102 莊道鶴 杭州公民律師莊道鶴或涉及 2019年 12

月廈門公民與維權律師集會，赴韓出境

時遭禁並被控「尋釁滋事」，於 2020年

1月 2日釋放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2) 

2 20200102 董斌（網名「南

柯舟」） 

山西維權人士董斌 12 月 6 日發文呼籲

勿忘被關精神病院的潑墨女孩董瑤

瓊，7日被警方控制後失聯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2) 

3 20200104

、 

20200524 

郝勁松 山西人權律師郝勁松於 2019年 12月遭

傳喚，17日被行政拘留 15天。2020年

1月 2日轉為刑事拘留；17日以涉「尋

釁滋事」罪、誹謗罪遭逮捕。5 月 24

日遭起訴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4、20) 

自由亞洲電台 

(2020/5/24) 

4 20200106 衛小兵（網名

「十三億」） 

維權人士衛小兵 2019 年 12月 30日被

控擾亂公共秩序遭行政拘留 15 天，期

間當地國保、派出所、街道，聯合施壓

房東逼迫其搬遷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6) 

5 20200108 丁家喜 人權律師丁家喜於 1226 跨省抓捕案遭

指定居所監視居住，代理律師要求會見

遭拒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8) 

6 20200112 張寶成 北京民主維權人士張寶成 2019年 12月

30日因社交媒體言論，遭「尋釁滋事」、

宣揚恐怖主義、極端主義罪起訴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12) 

7 20200113 常瑋平 陝西人權律師常瑋平 1 月 12 日被警方

帶走，後被告知因危害國家安全，被指

定居所監視居住，律師執業證遭注銷。

21日獲釋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13 、

21) 

8 20200113 李江鵬、王建

華、鄧洪成 

2016年深圳公民 11.15大抓捕案於 1月

13日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，李江鵬、

王建華遭判 5年，鄧洪成遭判 12年。 

維權網 

(2020/1/13) 

9 20200121 呂耿松、陳樹

慶 

浙江民運人士呂耿松 2016 年以顛覆國

家政權罪遭判刑 11 年，在獄中身患多

病申請保外就醫不批准；陳樹慶 2016

年亦因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 10 年 6 個

月。 

China Aid 

(2020/1/21) 

10 20200123 李大偉 為甘肅異議人士，準備赴柬埔寨旅遊， 維權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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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日期 人名（團體） 報導內容 資料來源 

遭通知其護照和港澳臺通行證均已被

國保作廢。 

(2020/1/23) 

11 20200124 蒲文清 為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之母，春節前出

院返家休養遭當局軟禁。 

China Aid 

(2020/1/24) 

12 20200129 隋牧青 為廣州人權律師，因在網路上評論武漢

肺炎，遭警方要求刪除，否則將採取進

一步措施。 

民生觀察 

(2020/1/29) 

13 20200130 高飛 為湖北黃崗巿維權人士，因發布該市疫

情呼籲關注，並在街頭派發口罩，為縣

醫院籌集物資，自 1 月 29 日被行政拘

留 7天。 

China Aid 

(2020/1/30) 

14 20200201 郭泉 為原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，1月 31日因

揭露疫情病毒內幕、遭刑事拘留，並於

2月中旬以涉嫌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」

批捕。 

維權網 

(2020/2/1)、 

獨立中文筆會 

(2020/2/27) 

15 20200201 胡佳、龐琨 維權人士胡佳因受邀海外媒體遠距採

訪被非法扣留，父母遭國保威脅；另廣

東人權律師龐琨遭傳喚。 

維權網 

(2020/2/1、12) 

16 20200204 譚作人 為四川維權人士，2月 2日因涉武漢疫

情言論遭傳喚、其微信遭凍結。 

維權網 

(2020/2/4) 

17 20200215 任自元 為山東民主人士，2月 13日因發佈武漢

疫情訊息，以涉「尋釁滋事」遭刑事拘

留於看守所。 

維權網 

(2020/2/15) 

18 20200217

、

20200307 

許志永、楊斌

及其家人 

「新公民運動」發起人許志永自「廈門

聚會案」後逃亡，期間透過推特發表習

近平「勸退書」及疫情看法等，2月 15

日在廣州被捕。廣州律師楊斌因收留許

志永，連同家人亦被帶走，於 24 小時

後釋放。 

3月 7日許志永證實遭「指定居所監視

居住」，罪名為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」，

許女友李翹楚亦以同罪名被關押 

自由亞洲電台

(2020/2/17) 

美國之音 

(2020/3/8) 

19 20200217

、

20200406 

陳思明 為湖南異議人士，2月 14日以行為藝術

要求言論自由，並參與紀念李文亮公民

聯署簽名，遭警方強行帶往醫院檢查，

後遭派出所傳喚。 

4月 6日與歐彪峰前往掃墓聚餐時遭公

安騷擾。 

China Aid 

(2020/2/17) 

維權網 

(2020/4/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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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20200224 楊旭彬 因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，在街頭噴上

「光復廣州」標語，被控「尋釁滋事

罪」，1月 20日遭判 9個月。 

China Aid 

(2020/2/24) 

21 20200226 華湧 異見藝術家華湧領導「中華公眾黨」發

起「不合作、不復工、不還貸」。近日

和家屬遭國保和公安威嚇。 

自由亞洲電台

(2020/2/26) 

22 20200226

、

20200408 

覃永沛及其家

人 

為廣西人權律師，2019年 12月遭抓捕

後，其女兒遭派出所傳喚作筆錄。 

4月 8日其委任律師李貴生稱官方不許

會見。 

維權網 

(2020/2/26) 

維權網 

(2020/4/8) 

23 20200303 施明磊 為維權律師程淵之妻，日前發布視頻呼

籲中共釋放因長沙富能案遭羈押之程

淵、劉永澤、吳葛健雄三人，遭警方恐

嚇。 

維權網 

(2020/3/3) 

 

24 20200310

、0406 

歐彪峰 為湖南異議人士，3月 2日於香港「明

報」發表「許志永——更糟的處境、更

少人聲援」，遭警方傳喚並訓誡不得發

布有關許志永消息。 

4月 6日與陳思明前往掃墓聚餐時遭公

安騷擾。 

中國公民運動

網 

(2020/3/10) 

維權網 

(2020/4/6) 

25 20200331 李青 為浙江維權人士，因習於浙江調研遭軟

禁於家中。 

中國禁聞網 

(2020/4/1) 

26 20200404 

、

20200519 

何德普、胡

佳、高瑜 

何德普、胡佳為人權運動者，高瑜為獨

立作家，皆因北京舉行武漢肺炎逝世者

悼念會遭軟禁家中。因「兩會」遭軟禁、

監視、恐嚇不得使用推特和受訪。 

中國公民運動

網 

(2020/4/4) 

維權網 

(2020/5/25) 

27 20200405

、 

20200517 

王全璋 出獄後遭以防疫隔離為名強制入住濟

南住家，無法與家人團聚，疑似仍遭監

視、軟禁；11個國際人權組織聯名呼籲

當局保障王全璋及其家屬人權與基本

自由。27日終獲准返家團聚。因「兩會」

遭恐嚇不得參加聚會。 

自由亞洲電台 

(2020/4/03) 

獨立中文筆會 

(2020/4/6) 

立場新聞 

(2020/5/17) 

28 20200408 李必豐 曾參與 89 民運及維權運動，後遭經濟

犯罪起訴判刑 10年，4月 7日刑滿出獄

又遭強制隔離，家人無法聯繫。 

維權網 

(2020/4/8) 

29 20200409 曾春智 為湖北應城維權人士，3月 12日因抗議

封城期間物業給居民生活物資配送價

維權網 

(2020/4/1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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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過高而組織居民維權，後遭當局報

復，4月 9日遭警方刑事拘留，17日被

應城市檢察院批准逮捕。 

自由亞洲電台 

(2020/4/20) 

30 20200417 林應強、唐兆

星、林蘭英 

3 人為福州維權人士，於 2018 年 9 月

12 日前往福州市第一看守所迎接「小

709 案之福州大抓捕」當事人嚴興聲出

獄，因放鞭炮遭拘留，2020 年 4 月 17

日被以「尋釁滋事罪」判林應強和唐兆

星 3年，林蘭英判 1年 10個月。 

維權網 

(2020/4/17) 

自由亞洲電台 

(2020/4/17) 

31 20200424 劉艷麗 為湖北人權關注人士、獨立中文筆會會

員，因發表關注民主人權言論自 2018

年 11月 22日遭逮捕，2020年 4月 24

日遭判 4年有期徒刑。 

獨立中文筆會 

(2020/5/2) 

大紀元時報 

(2020/5/3) 

32 20200429 謝文飛  (本名

謝豐夏） 

為湖南人權運動者，批評端點星案（透

過開放原始碼網站 github 從事備份保存被中共

刪除之網路文章的志願計畫）、方斌、陳秋

實的抓捕，參與「惟有改變，才是對李

文亮醫生最好的紀念」連署，2、3月間

2度被警方約談，4月 29日遭捕。 

維權網 

(2020/4/30) 

33 20200507 張治儒、吳貴

軍、簡輝、宋

家慧、何遠程 

皆為廣東深圳勞工維權人士（張治儒為春

風勞動爭議服務中心主任），2019年 1月 21

日被刑事拘留並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

罪-起訴，5月初分別被判處 1年 6個月

至 3年有期徒刑，緩刑 2年至 4年。 

維權網 

(2020/5/8) 

34 20200518 何方美 為維權團體「疫苗寶寶之家」發起人，

因「兩會」18 日起失蹤，20 日稱遭遣

返回河南老家。 

維權網 

(2020/5/18、

20) 

35 20200519

、20 

鮑彤等多名異

議人士 

包括鮑彤（趙紫陽秘書）、查建國、齊志

勇、徐永海、李學惠、高洪明等異議人

士和許艷（維權律師余文生之妻）皆因「兩

會」遭軟禁、監視、恐嚇不得使用推特

和受訪。 

自由亞洲電台 

(2020/5/19) 

維權網 

(2020/5/25) 

36 20200527 蕭育輝 為廣東 NGO人士，曾在 2012年到香港

參加反國民教育聚會，長期關注計劃生

育政策，協助二胎家長處理二胎兒童入

戶、社會撫養費徵收問題，疑因維權行

動和響應一人一信救香港自由行動遭

拘捕。 

維權網 

(2020/5/27) 

自由亞洲電台 

(2020/5/27、

6/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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